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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自由軟體？

• 自由軟體是指公開原始碼，讓使用者可以自由使用
及散佈其執行程式，且可研究及修改程式原始碼的
軟體。



自由軟體具備四種自由元素

• 使用的自由

–可不受任何限制地使用該軟體

• 散佈的自由

–可自由地複製該軟體並散佈給他人

• 研究的自由

–可研究該軟體的運作方式並使其符合個人需求

• 改良的自由

–可自行改良該軟體並散佈改良後的版本



不使用封閉格式

• 利用專屬的封閉格式來綁死使用者是封閉軟體常見
的手法。使用封閉格式的軟體將使得使用者永無翻
身之日。

• 自由軟體的原始碼是公開的，它所使用的任何格式
都是透明的。也因此自由軟體永遠不會利用專屬的
封閉格式來綁死使用者。 



原始碼公開

• 人人可以任意取得自由軟體的原始碼，所以軟體的
很多功能可以相互引用，不用再浪費無謂的時間精
力重新開發，可加強軟體開發的品質和速度。



功能永無限制

• 同樣的，封閉軟體的功能也是由開發廠商來決定的。若
開發廠商倒閉或無意開發，使用者也是沒輒。

• 自由軟體原始碼是公開的，那麼只要人們有心開發，讓
它能 100% 符合使用者的需求也不是什麼難事。 



Open Source EveryWhere

• 自由軟體並沒有你想像中的陌生...

• 郵件伺服器：Sendmail

• 網頁伺服器：Apache

• 電子佈告欄及多人線上文字遊戲：BBS，MUD

• 架站軟體：phpNuke，Xoops，phpBB，Plone

• 部落格軟體：Wordpress，pLog



And More...

自由軟體 商用軟體

瀏覽器 Firefox Internet Explorer

郵件軟體 Thunderbird Outlook

即時通 Gaim MAN, Yahoo 
Messenger

辦公室軟體 OpenOffice MS Office

美工軟體 Gimp Adobe Photoshop



瀏覽器FireFox

• 提供內建分頁瀏覽

• 阻攔彈跳式廣告網頁

• 加入google搜尋列。

• Extention外掛程式多，如RSS Reader, Calendar
等。

• 多種skin，可隨意變化瀏覽器外觀



瀏覽器FireFox-分頁瀏覽



瀏覽器FireFox- Extension RSS



瀏覽器FireFox- Extension MAB



瀏覽器FireFox- Extension Calendar



瀏覽器FireFox- Extension



郵件軟體 Thunderbird

• 支援POP3 & IMAP郵件協議

• 強大的垃圾信件過濾功能

• 編輯HTML格式郵件

• 內建快速郵件搜尋器

• 同時也是RSS Reader



郵件軟體 Thunderbird



郵件軟體 Thunderbird-



郵件軟體 Thunderbird-RSS



檔案傳輸 FileZilla

• 除一般FTP功能外，另有支援傳輸保密性更加的
SFTP

• 直覺性的操作方式，只要拖曳檔案夾至目的地即可
馬上傳輸

• 良好的續傳功能，傳輸過程斷線也不擔心檔案流失



檔案傳輸 FileZilla



即時通訊軟體 Gaim

• 與熟知的通訊軟體如MSN, Yahoo, AOL相容

• 可於同一時間登入不同的通訊軟體，免於開啟過多
程式的困擾

• 介面清爽，易操作



即時通訊軟體 Gaim



心智圖軟體 Freemind

• Brainstorming時可輕鬆速記並整理討論事項

• 可匯出成HTML網頁格式或是jpg, png等圖片格式

• Freemind採用XML格式，若要轉換使用其他心智圖
軟體，也不需擔心檔案不相容



心智圖軟體 Freemind



心智圖軟體 Freemind



辦公室軟體 OpenOffice

• 與Microsoft Office媲美的強大辦公室套件軟體

• 套裝內的軟體都有相似的元件外觀且工具用法相同，學
會一套軟體即可快速精通其他相關軟體

• 所有元件皆以OpenDocument（新的世界標準辦公文
檔）格式儲存



文書處理 Writer

• 開放源碼授權

• 表格支援程度高

• 圖文框支援程度高

• 支援輸出PDF格式文件

• 支援開放格式DOF

• 支援中文正簡體互轉



文書處理 Writer-授權



文書處理 Writer-表格



文書處理 Writer-圖文框



文書處理 Writer-檔案格式



文書處理 Writer-繁簡互轉



簡報製作 Impress

• 更多的幻燈片切換和動畫效果

• 簡易快速的簡報版面選擇方式



簡報製作 Impress- 123



簡報製作 Impress-母片修改



簡報製作 Impress-檔案格式



繪圖軟體 Gimp

• 具有channel跟layer等影像處理軟體Photoshop引以為
傲的功能

•  運用影格即是圖層的觀念，簡單製作圖形動畫

• 強大的圖片編修功能，縮放，旋轉，明暗度調整

• 可輸出成印刷專用的Tiff檔, 以及一般常見的jpg, gif, 
png等格式，當然也可輸出psd檔，跨軟體編輯更容易
（photoshop專屬格式）



繪圖軟體 Gimp



繪圖軟體 Gimp



影片播放軟體 VLC

• 支援多種影片格式，Mpeg, Mpeg4, DivX, Avi等

• 不需額外下載並安裝某些特殊code才能觀賞特定影
片

• 也可用來聽音樂，因支援ogg, mp3, wav等

• 可播放未下載完全的多媒體文件



影片播放軟體 VLC



影片播放軟體 VLC - ascii art



音樂播放器 Songbird

• 以firefox引擎為基礎而發展的多媒體網頁整合播放
器，不只可播放音樂還可同時瀏覽網頁

• 輕鬆搜尋串流媒體，即時收聽線上廣播

• 更支援燒錄音樂至光碟的特殊功能



音樂播放器 Songbird



自由軟體資源表列

• 自由軟體技術交流網 http://freesf.tnc.edu.tw/

• 校園自由軟體交流網 http://sfs.wpes.tcc.edu.tw/

http://sfs.wpes.tcc.edu.tw
http://sfs.wpes.tcc.edu.tw


自由軟體教學網站匯集

• 開放原始碼動畫教學 http://
www.opensourceinstall.org/index.php

• 自由軟體應用諮詢中心

   http://www.ossacc.org/

• 澎湖人自由軟體交流網 http://b2d.phc.edu.tw/



如何協助自由軟體及開放內容的

使用

回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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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軟體/開放源碼授權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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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軟體 還是 開放源碼

Free Software: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Open Source: Open Source Initiative

FLOSS (Free / Liber Open Source Software)

商業的考量、草根的本質、多元的選擇、有範疇的原
則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自由軟體定義

四大自由

使用的自由

研究的自由

散佈的自由

改良的自由

free as free speech, not as free beer



Open Source Initiative



開放源碼定義 -1

自由再散佈 (Free Redistribution)

原始碼 (Source Code)

衍生著作 (Derived Works)

原創作者程式源碼的完整性 (Integrity of the Author’s 
Source Code)

不得對人有差別待遇 (N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rsons or Groups)



開放源碼定義 -2

不得對使用有差別待遇(N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ields of Endeavor)

散佈授權條款 (Distribution of License)

授權不得專屬特定產品 (License Must Not Be 
Specific to a Product)

授權不得限制其他軟體 (The License Must Not 
Restrict Other Software)

授權條款必須保持技術中立(The License Must be 
Technology-neutral)



授權條款現況

OSI 定義共約 58 種

常用約十種

最常見為：GPL, BSD, LGPL, MPL...



OSI 承認之授權條款



常用之授權條款



Gnu Public License

必須公開程式的原始碼，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傳播、下載、
使用以及改寫。

改寫後的程式，可以用自己的名義發表，亦可做商業的發
行，甚至可以用來牟利。

但不論如何，凡是從GPL軟體衍生出來的新軟體，均不能
違反GPL的精神，不能因為自己的改寫就限制他人同樣地
傳播、下載、使用和改寫。



GPL 的法律效力



相關資源

OSI / FSF 官方網站

線上：自由軟體授權指引（License Wizard）

License Primer, 2004, UNDP & OSSF



自由軟體授權指引



自由軟體授權指引



License Primer



License Pr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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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 FLOSS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增加軟體開發自主性

培育軟體開發人才

避免廠商壟斷

安全、相容性高、符合國際標準

成本考量與商用軟體不同



軟體商業模式

Software Subscription Free Software

主要產品 Parametrized products Core product

授權狀況 Licensed with 
restrictions

Licensed with open source 
license

收入來源 Service fee and 
application rents

Indirect from services, 
bundling branding

Software Projects Software publishing

主要產品 Customer project product family

授權狀況 Licensed or 
transferred Licensed with restrictions

收入來源 One-time project fees License fees

by Mikko Valim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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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源碼/自由軟體的商業策略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The Dual License Strategy

The Consulting Strategy

The Subscription Strategy

The Patronage Strategy

The Hosted Strategy

by John Koenig



開放源碼/自由軟體的商業策略

by John Koen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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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授權模式 - 傳統授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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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zu-Chiang Liou



雙重授權模式 - FLOSS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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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授權模式 - Dual-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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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授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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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授權案例

Sleepycat Software 
Inc. MySQL AB TrollTech AS

產品 Embedded Database SQL Database GUI tools

授權 Sleepycat License GPL GPL, QPL

使用者 Millions Approx. 4 millions Hundreds of thousands

客戶 Thousands Around 0.1% users Thousands

主要營收
License (>75%),services, 

support
License (>50%), 
brand, service License

開發狀況 Inhouse Inhouse Inhouse

市場 Direct and Indirect Direct Direct and indirect

技術 Standardized (Database) Standardized 
(SQL) Non-standard (GUI)

by Mikko Valim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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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軟體

雙重授權模式

硬體帶軟體模式

收取顧問與服務費用

將 Open Source 視為平台，而不只是作業系統，
在 Open Source 之上開發軟體



硬體帶軟體模式 - 傳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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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zu-Chiang Liou



硬體帶軟體模式 - FLOSS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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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帶軟體模式 -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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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aVista

Faster Time to Market

More Reliability and Freedom

Provides a commercial-grade Linux-based 
operating system and universal development 
platform.

With over 2000 customers worldwide



Business Model 
“Product Subscriptions”

Current software release for the MontaVista 
Linux product edition.

Upgrades and maintenance to the MontaVista 
software product.

Unlimited technical support for Named Contacts

Access to the MontaVista Zone, a customer-only 
resource website

Training, to ensure that developers are quickly 
able to leverage the power that MontaVista Linux 
gives them.



Business Model

服務：大多數的客戶都需要安裝協助，因此 
MontaVista 販售服務，訂閱費用每年約兩萬美
金。

顧問諮詢：購買 MontaVista 之客戶，可以有限量
的技術支援服務。

套裝軟體的授權費用。



MontaVisat & Open Source

We believe that Open Source offers the 
means to create the largest base of  high-
quality systems software at lowest total 
cost. 

MontaVista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and 
provides leadership to the Open Source 
community. Lets MontaVista drive Linux to 
serve the needs of embedded developers.

Kernel main stream patch



MontaVisat & Open Source



MontaVisat & Open Source



MontaVisat & Open Source



MontaVisat & Open Source



MontaVisat & Open Source

「MontaVista Linux Professional Edition」包含以
下三部份 

Linux 核心：MontaVista Linux 支援多種不同處理器

在 Eclipse 當中使用的工具集（Tool Chain）

套裝應用程式 

MontaVista Linux 本身，以及大部分的工具都是使用 
GPL



Gnu Public License

必須公開程式的原始碼，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傳播、下載、
使用以及改寫。

改寫後的程式，可以用自己的名義發表，亦可做商業的發
行，甚至可以用來牟利。

但不論如何，凡是從GPL軟體衍生出來的新軟體，均不能
違反GPL的精神，不能因為自己的改寫就限制他人同樣地
傳播、下載、使用和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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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基百科	 :: Wikipedia

	 	 	 維基媒體基金會	 :: Wikimedia Foundation

維基媒體國際會議	 :: Wikimania

http://wikimania2007.wikimedia.org/
Wikimania 2007 Program Coordinator 劉自強 

2007/06/29

http://wikimania2007.wikimedia.org
http://wikimania2007.wikimedia.org




維基百科 - 背景介紹
人人皆可編輯的線上百科 

2001 年開始

全球網站流量排名第 9

249 種語言

4,200,000 篇文章

222,187 位貢獻者*

每天新增文章 7,731 篇

* 編輯超過十次以上

Photo took by francisco.otto on Flickr.com



維基百科 - 中文版本

正體、簡體、港澳繁體、新
加坡繁體、粵語、吳語、白
話文、客語...

131,456 篇

7,219 貢獻者

每天新增文章 205 篇

Photo took by rainlan on Flick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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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interesting Applications

Extension:Google Maps

Google map + wikipedia

Placeopedia.com

Alder-digital.de Google Earth coordinates for English 
Wikipedia articles

Pintomap.com Google Map showing articles from English 
Wikipedia

Geonames.org Google Map showing Wikipedia articles 
from many languages, and short blurbs about every 
location

WikiMapia.org Google Map showing user created labels

Wikimapia http://wikimapia.org/

Semapedia http://www.semapedia.org/

Wikipedia on ipod

ISBN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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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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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Opedia



104

Wikima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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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a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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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peida on ipod



Ideas initiated with OMI@

“Physical Taiwan, visualized Taiwan”

Focused on tourism information at first stage

Push information

Regard wikipedia as one of the content 
sources.

Via the global communities to promote and 
facilitate content circulation.



e.g. LongShan Temple Station





維基媒體基金會 - 理念

想像一個世界∼〜～每個人都
可以自由的使用全人類的
知識

Imaging a world in which 
every single person have 
free access to the sum of 
all human knowledge

Photo took by Jason.Hudson on Flickr.com



維基媒體基金會 - 計畫
國際性的非營利性組織

培育、發展自由、多語言的
內容與文化。實現向全球每
個人提供自由知識的目標。

9 大計畫

如 Wikipedia.org

如 Wikimedia commons 
已有1,572,684 筆開放的
媒體素材





• 由維基媒體基金會發起的
年度國際型會議

• 吸引來自各地的學者及維
基人發表及分享維基相關
計畫的研究、發展及未來
導入的應用

• 2005	 -	 德國法蘭克福，
超過	 200	 人

• 2006	 -	 哈佛法學院，超
過	 450	 人

維基媒體國際會議

Photo took by breezeDebris on Flickr.com



Photo took by CMa on Flickr.com Photo took by believekevin on Flickr.com

Photo took by believekevin
on Flickr.com



維基媒體國際會議-台北
• 8/1~8/5

•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 討論維基媒體基金會相關
計畫現況及未來發展

• 開放內容的建構與應用

• mediawiki平台技術改良
及其延伸套件開發

Photo took by Poagao on Flickr.com



• 討論亞洲區維基計畫的語
言版本發展

• 提供全球維基人深入了解
亞洲開放內容發展的機會

• 展現中文維基社群強大的
凝聚力

維基媒體國際會議-特色

Photo took by i'm vincent on Flickr.com



會議時程

• 8/1：Hacking Days

• 8/2：Hacking Days Extra

• 8/2：公民新聞學

• 8/3 - 8/5：主會議

• 8/4：Party + Film Festival



受邀講者（部份）

Chairman of Wikimedia

Florence Nibart-Devouard

Co-Founder of Wikipedia

Jimmy Wales



受邀講者（部份）
Chairman of 

Creative Commons

Joichi Ito

Founder of 
CNBlog

Issac Mao

Co-Founder of 
Globe Voice Online

Rebecca MacKinnon



受邀講者（部份）

and more ......

Co-Founder of Wikia

Angela Beesley

Founder of Wikihow

 Jack Herrick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劉自強
tcliou@iis.sinica.edu.tw

0937-83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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